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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添加石墨改变 420 不锈钢的 C 含量，研究了 C 含量变化对金属注射成形 420 不锈钢致密化过程、显

微组织以及力学性能的影响，并将其与含铌 420 不锈钢进行对比 . 结果表明：C 含量的增加在烧结初期能够促进

致密化；但在烧结中后期反而阻碍致密化 . 金属注射成形 420 不锈钢的硬度随着 C 含量的增加而提升，但增加 C

含量使晶粒粗化从而降低了试样的抗拉强度 . 添加 Nb 有利于孔隙消除从而促进致密化，在形成弥散分布的碳化

物第二相颗粒的同时能够降低脱碳量，有利于提升金属注射成形 420 不锈钢的硬度 . 本文对造成这些性能变化的

机理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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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420 不锈钢 （C 含量 0.15%~0.50%） 是一种马氏体不锈钢 ［1］，这种钢在经过淬火、回火处理后能够获得

较高的硬度和强度 ［2］，因此能够广泛应用在工业中对硬度、耐磨性以及一定程度耐腐蚀性有要求的领域，

例如刀具、涡轮叶片以及外科医疗器械等 ［3］ . 采用铸造、机加工等传统方法在制备复杂形状 420 不锈钢部件
时存在工艺复杂、成本高、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 . 金属注射成形 （Metal injection molding，MIM） 是一种近

净成形技术 ［4］，能够将塑料注塑成型的成型效率与粉末冶金的金属处理能力相结合 . 采用金属注射成形制备
复杂形状 420 不锈钢产品能够充分发挥该工艺工业量产上的优势，进而推广 MIM 技术及 420 不锈钢的应用 .

MIM 生产中既存在因脱脂不彻底引起的增碳，同时又有烧结过程中碳/氧、碳/氢反应引起的脱碳现

象 . 而 C 含量的波动对 MIM420 的工艺和性能影响很大 .Coleman 等 ［5］ 发现 MIM420 不锈钢试样随着 C 含量的

降低，试样的密度增加；较低的 C 含量将降低试样的硬度和耐磨性从而影响使用性能，但研究人员未能对

C 含量波动影响 MIM420 不锈钢烧结致密化的机理作出解释 . 相似的实验结果出现在 MIM440C 的烧结中 ［6］，

然而研究人员在添加了 0.4% 的石墨后又获得了高密度、强度的试样 . 同时，杨霆等 ［7］ 认为采用固相烧结

难以获得致密的 420、440C 不锈钢，需要添加低熔点元素或增加碳含量使试样在烧结过程中出现液相才能

提高致密化程度 .C 含量变化在整个烧结过程中均会对不锈钢烧结致密化产生影响 . 增加 C 含量降低材料的

液相线，而液相的出现能够促进烧结致密化 ［7］；同时根据 TrabadeloV 等 ［8］ 的研究，增加 C 含量能够增加

高速钢的烧结窗口；但是，党文龙等 ［9］ 等发现铁基试样的烧结密度随着 C 含量的增加而降低 . 以上研究结
果表明 C 对烧结的影响依然存在争议 . 因此本文通过在原料中添加不同量的石墨以获得不同初始 C 含量的试

样，研究了 C 含量在各个烧结阶段对不锈钢烧结机制和密度的影响，并分析其对力学性能的影响 . 此外，为

了降低烧结过程中的 C 含量波动造成的影响，可以加入高 C 亲和力元素以降低 C 在基体中的活度 . 根据 Liu

等 ［10］ 的研究，高碳亲和力元素能够降低 C 在奥氏体中的扩散速度，这将有利于阻碍有 C 参与的反应的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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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 是一种高碳亲和力元素，同时试样中添加 Nb 后能够形成非常稳定的 NbC，可缓解烧结过程中脱碳现象并

稳定 C 含量 . 除了稳定 C 含量之外，试样中形成的 NbC 能够起到细化晶粒的作用，并有助于提升钢的高温强
度 ［11］ . 因此本文同时将其与含 Nb 粉末进行对比，研究铌添加对于稳定 C 含量和提升不锈钢性能的作用 .

1 实验
实验采用湖南恒基粉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 420 和 420Nb 不锈钢预合金粉末以及湖南英捷高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石墨粉末作为原料，不锈钢粉末的元素组成及粉末中位径如表 1 所列，粉末形貌如

图 1 所示 .

表 1 不同原料粉末元素含量
Tab.1 Element contents of starting powders

元素
标准成分
420

420+Nb

Cr

12~14
12.3

12.5

Nb
-

2.87

（a）420

Si

≤1

0.35
0.30

Mn
≤1

0.78
0.63

O

C

-

0.16~0.25

0.079

0.29

0.069

0.38

%
N
-

0.13
0.14

D50 /μm

Fe

-

余量

13.1

余量

12.49

余量

（b）420+Nb

图 1 粉末原料扫描电镜观察照片
Fig.1 SEM of starting powders

在 420 不锈钢粉末中分别加入质量分数为 0.1%、0.2%、0.3% 的石墨粉获得不同 C 含量原料 . 将不锈钢

粉末与同种粘结剂混合，装载量均为 58%，然后采用同样的造粒和注射成形工艺注射成生坯 . 注射生坯均

采用催化脱脂+热脱脂两步脱脂法 . 催化脱脂使用硝酸作为催化剂，温度为 110 ℃，脱脂时间为 8 h. 热脱脂
温度为 900 ℃，时间为 1 h.

脱脂后采用 LECO 碳-氧分析仪对不同状态试样进行碳含量检测，其结果如表 2 所列 .
将脱脂坯在 1 100 ℃、1 200 ℃、1 300 ℃、

1 350 ℃、1 370 ℃、1 380 ℃以及 1 390 ℃进行烧

结，保温时间为 120 min. 烧结设备为 VQS-113

型高温真空烧结炉，实验设定温度与实际炉内
温度之间相差±2.5 ℃以内，烧结气氛为真空气

氛，真空度为 0.2 Pa.

采用阿基米德排水法进行烧结坯密度检测，

对未形成闭孔的样品采用封蜡后再测量密度，
在密度测量以及随后其他数据的测量过程中，
同种成分试样均各选取 5 个分别进行测量，在

表 2 不同成分的脱脂坯及烧结坯碳含量
Tab.2 The carbon content of debinded and sintered
samples with different composition

%

脱脂坯种类

脱脂坯碳含量

烧结坯碳含量

420+0%C

0.34

0.16

420+0.2%C

0.52

0.24

420+0.1%C

420+0.3%C
420+Nb

0.42
0.60
0.41

0.20
0.37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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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平均值后再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 Inston3369 力学试验机测量抗拉强度，拉伸速度为 2.0 mm/min；采

用 HMV-G21S 显微硬度计检测烧结坯硬度，测试时的试验载荷为 980.7 mN；采用 Leica 金相显微镜观察腐

蚀后烧结坯显微组织，并采用 GB/T 6394-2017 中的截点法测定晶粒尺寸；采用 JSM-6360 扫描电镜观察试

样拉伸断面形貌及测定试样不同位置元素含量；采用 RINT2000 vertical goniometer 型 X-射线衍射仪对试样

进行物相分析，扫描速度为 10 °/min.

2 结果与讨论
2.1 C 含量变化与添加 Nb 对 MIM420 不锈钢烧结致密化过程的影响
图 2 是不同成分试样密度随温度变化曲线，从中看出，不同成分样品的密度都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增

加 . 在同样的烧结温度下，C 含量变化以及添加
Nb 对样品密度的影响比较复杂 . 在低于 1 300 ℃

的温度区间内，未添加 Nb 的试样中 C 含量高的样

品的密度较高，而添加 Nb 的试样密度最低；但在

1 350 ℃~1 370 ℃附近，未添加 Nb 的试样中 C 含

量最高的样品密度反而最低添加 Nb 的试样密度仅

次于 420+0.0% C 试样；当烧结温度高于 1 370 ℃

时，C 含量与样品的密度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对

此温度区间我们将单独列出进行讨论 . 图 2 中右下

角插图为不同成分试样在 1 350 ℃~1 390 ℃进行

烧结时的密度变化曲线图，从图中看出在烧结温

度高于 1 370 ℃时：①420+0.0%C 试样的密度并未
随着温度增加而增加；②420+0.1%C 以及 420+

0.2%C 试样的密度在 1 370 ℃/1 380 ℃时未发生明

图 2 密度随烧结温度变化趋势图
Fig.2 The relative density with respect to sintering temperature

显变化，当烧结温度提升至 1 390 ℃时，两者的密度出现了明显的增加；③420+0.3%C 以及 420+Nb 试样的

密度随着烧结温度的增加而持续增加 .

图 3 是试样在 1 100 ℃烧结后试样内部的扫描照片，从中看出在未添加 Nb 的试样中随着 C 含量的增

加，试样内部颗粒之间的烧结颈数量增加、颗粒变形更加明显 . 而添加了 Nb 后，即使试样的 C 含量高于

420+0.0%C 试样，但 420+Nb 试样中的烧结颈数量、尺寸更低 . 这表明随着 C 含量的增加，试样烧结进行的

更加充分，增加 C 含量能够促进烧结颈的形成及长大，而添加 Nb 之后此过程被抑制 . 图 4（a）—图 4（c）是

（a） 420+0%C

（b） 420+0.3%C
图 3 1 100 ℃烧结 2 h 后试样内部扫描照片
Fig.3 SEM of samples after sintering in 1 100 ℃ for 2 h

（c） 420+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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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C、420+0.3%C 以及 420+Nb 试样在 1 300 ℃烧结 2 h 后的显微组织金相，从中可以看出低 C 和添

加 Nb 试样中还能分辨出部分初始颗粒的形状，而在高 C 试样中颗粒之间已经较好的融合在一起，形成的

晶界较为完整 . 这说明在 1 300 ℃烧结时增加试样中的 C 有利于促进试样烧结，添加 Nb 将阻碍烧结初期的
致密化 . 当烧结温度为 1 300 ℃及以下时，增加试样的 C 含量能够促进烧结进行的原因为：增加试样的 C 含

量有利于粉末颗粒表面氧化层的还原，增加 Fe 原子直接接触几率、促进烧结颈的形成；同时，表面氧化

层的快速消除能够加强烧结初期的表面扩散，这使得 Fe 原子能够更快的向烧结颈处扩散，有利于烧结颈的

长大 . 而在试样添加 Nb 后会消耗一部分 C 原子以形成 NbC，因此导致用来还原表面氧化层的 C 原子减少 .

图4（d）和图4（e）是420+0.0%C及420+0.3%C试样在1 350 ℃烧结2 h后的显微组织金相.从图中看出，两种

试样的内部均有孔隙/晶界分离的现象，而在高C试样中表现的更为明显，高C含量试样中出现了大量晶内孔隙.

由于晶界是空位“阱”
，烧结颈边缘以及小孔隙表面的过剩空位能够通过与其相连的晶界进行扩散或被晶界吸
收，因此在晶粒长大过程中，被晶界扫过
的地方孔隙大量消失.试样中固溶的间隙C
原子能够增加Fe原子的自扩散能力，因此

C元素能够增加晶粒长大的趋势［12］.增加试
样的 C 含量使得晶界迁移速度加快，这促

使与晶界相连的孔隙还未消除便与晶界发
生了分离成为晶内孔隙 . 由于晶内孔隙

难以被消除，最终使试样在烧结过程中
难以获得高的密度 . 因此，当烧结温度为

1 350 ℃时，C含量高的试样密度反而变低.

（a）420+0.0%C，1 300 ℃；（b）420+0.0%C，1 300 ℃；（c）420+0.3%C，1 300 ℃；
（d） 420+0.3%C，1 350 ℃；（e） 420+Nb，1 350 ℃；（f） 420+Nb，1 350 ℃

图 4（f）是 420+Nb 试样在 1 350 ℃烧结

后的显微组织，从中看出，与 420+0.0%C

图 4 烧结坯显微组织
Fig.4 Microstructures of as-sintered samples

试样相比，420+Nb 试样中晶粒更小，晶

界更为曲折，并且没有出现明显的晶内孔

隙 . 以上结果表明在试样中添加 Nb 后抑制

了奥氏体晶粒长大并阻碍孔隙/晶界分离，

而添加 Nb 能够降低晶粒长大趋势的原因
在于添加 Nb 后试样中形成的 NbC 能够阻

碍奥氏体晶界移动 .

图 5（a）和图 5（b）是 420+0.0%C 试样

在 1 370 ℃和 1 390 ℃的显微组织，从中

可以看出，试样中晶粒长大显著并且孔
隙多数位于晶粒内部，这导致了孔隙消

除困难，同时在显微组织中并未发现有
局部液相的产生，因此不能借助液相来
促进致密化，因此在高于 1 370 ℃烧结时

其密度并未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 . 图 5（c）

是 420+0.1%C 试样在 1 370 ℃的显微组 （a） 420+0.0%C，1 370 ℃；（b）420+0.0%C，1 390 ℃；（c）420+0.1%C，1 370 ℃；
织，从中看出发生试样在 1 370 ℃ 时 的

（d） 420+0.1%C，1 390 ℃；（e） 420+0.3%C，1 370℃；（f） 420+0.3%C，1 380 ℃；
（g） 420+Nb，1 370℃；（h） 420+Nb，1 380 ℃

大明显却未有液相产生，故试样的密

Fig.5 Comparison of microstructures among samples with different composition

显 微 组 织 与 420+0.0%C 相 似 ， 晶 粒 长

度在 1 370 ℃/1 380 ℃时并未发生明显变

图 5 不同成分试样显微组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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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但当烧结温度提升至 1 390 ℃时，显微组织中产生了局部的液相如图 5（d）所示，因此可以借助局部液

相促进致密化使密度增加 . 图 5（e）和图 5（f）是 420+0.3%C 试样在 1 370 ℃和 1 380 ℃的显微组织照片，从中

看出在 1 370 ℃烧结时，420+0.3%C 试样存在大量晶内孔隙；但当烧结温度提升至 1 380 ℃时试样中便产生

了局部液相，并且显微组织中孔隙数量减少 . 因此，增加 C 含量能够降低试样烧结过程中液相出现的温度
点，从而实现液相烧结 . 图 5（g）和图 5（h）是 420+Nb 试样在 1 370 ℃和 1 380 ℃的显微组织照片，此次实验

中 Nb 的添加量为 2.87%wt，根据 NbC 在奥氏体中的溶度积公式估算 ［13］，NbC 在烧结过程中只发生部分溶

解但不会完全消失，在烧结过程中 NbC 阻碍晶粒长大的作用可以一直存在 . 从图 5（g）中看出，由于 NbC 对

奥氏体晶粒长大的阻碍作用，使得 420+Nb 试样与上文中的 3 种试样相比，在 1 370 ℃烧结后的晶粒尺寸较

小，同时孔隙多位于晶界上 . 这表明当烧结温度增加到 1 380 ℃时，试样能够在晶粒长大的过程中借助晶

界扫过孔隙使孔隙消失实现密度增加，其结果如图 5（h）所示，因此在高于 1 370 ℃烧结时 420+Nb 试样的

密度随着烧结温度的增加而增加 .

2.2 C 含量变化与添加 Nb 对力学性能的影响
图 6 是试样在 1 370 ℃烧结后的 X-射线衍射和显微硬度检测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成分的试样均

以马氏体组织为主，C 含量的变化以及 Nb 的添加并未改变主要组织成分；结合表 2 中的烧结坯 C 含量数据

可看出，不同成分试样的硬度随着 C 含量的增加而增加，420+Nb 试样的硬度为 570 HV，接近于 420+
0.3%C 试样 594 HV 的硬度值 .

（a） XRD

（b） micro-hardness

图 6 1 370 ℃烧结后不同成分试样的 XRD、显微硬度检测结果

Fig.6 XRD and micro-hardness results of samples after sintering for 1 370 ℃

图 7（a）、图 7（b）分别是不同成分试样抗拉强度、晶粒尺寸随温度变化趋势图 . 从图 7（a）看出：①420+

0.0%C 试样的抗拉强度随着烧结温度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②420+0.1%C 试样的抗拉强度随烧结温度的升
高逐渐下降；③420+0.2%C 和 420+0.3%C 试样的抗拉强度在 1 380 ℃和 1 390 ℃烧结后出现的大幅度的降

低；④420+Nb 试样的抗拉强度在 1 380 ℃时出现小范围提升，当烧结温度继续增加时，其抗拉强度降低；
⑤在 1 370 ℃时，420+0.1%C 和 420+0.2%C 试样的抗拉强度最高，420+0.0%C 和 420+0.3%C 试样次之，
420+Nb 试样的抗拉强度最低；在 1 380 ℃和 1 390 ℃时，试样的抗拉强度随着 C 含量的增加而降低，420+

Nb 试样的抗拉强度位于 420+0.1%C 和 420+0.2%C 之间 . 从图 7（b）看出，不同成分试样的晶粒尺寸均随着

温度的增加而增加，并且晶粒长大的程度随着 C 含量的增加而增加，420+0.3%C 试样的晶粒尺寸由
1 350 ℃时的约 90 μm 增加至 1 390 ℃时的约 210 μm，这导致 C 含量越高的试样的晶粒越大；添加 Nb 试样
的晶粒尺寸在 1 380 ℃以下时小于其他试样，当温度增加至 1 390 ℃时试样的晶粒长大约三倍，由 1 380 ℃

时的约 50 μm 增加至 1 390 ℃时的约 15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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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sile strength

（b） Grain size

图 7 样品抗拉强度以及晶粒尺寸随温度变化趋势
Fig.7 The tensile strength and grain size to sintering temperature

通常条件下，420 不锈钢的强度由其 C 含量决定 .C 原子能够固溶于马氏体晶格中，造成晶格畸变阻碍
位错滑移，提升强度和硬度，而图 6（b）的硬度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 同时，图 7（a）中 1 370 ℃烧结的强度结

果也基本符合以上规律，除了 420+0.3%C 试样的强度略低于预期 . 在 420 不锈钢中添加 Nb 能够形成 NbC 提
升试样的硬度、强度，使其强度与其他试样相近 . 在 1 380 ℃时，添加不同含量石墨的试样的强度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下降，这表明存在其他因素对强度造成了不利影响，影响强度的其他因素主要还有密度和晶
粒尺寸 ［13］ . 由前文的结果可知，在 1 380 ℃和 1 390 ℃时，试样的密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因此晶粒长

大是造成强度下降的重要原因 . 对于不同 C 含量的试样，不加 C 试样的晶粒尺寸最大约为 120 μm，而添加

不同含量 C 试样其晶粒尺寸最大约为 210 μm，因此当试样中的晶粒尺寸超过 120 μm 后，420 不锈钢的强
度发生恶化 . 图 8 是不同成分试样在不同温度下的显微组织以及特定成分试样拉伸测试后的断口形貌，从
图 8（a）和图 8（b）看出，虽然 420+0.0%C 试样在 1 380 ℃烧结后晶粒尺寸有所增加，但在 1 380 ℃烧结

使试样的晶界上具有更少的碳化物和孔隙，这提高了晶界的强度，因此，即使 420+0.0%C 试样发生晶粒

长大试样依然能够获得更高的抗拉强度 . 对于添加了不同含量 C 的试样，其晶粒长大迅速，粗大的晶粒降

低了试样的抗拉强度 ［14］，从图 8（c）看出，晶粒长大使高 C 含量的试样的断裂形式转变为沿晶断裂 . 研究人

员对 316 L 不锈钢与低碳马氏体钢强度与晶粒尺寸的研究中获得了相类似的结果 ［15］，在 316 L 不锈钢中，

当晶粒尺寸为 150 μm 时，其强度出现了大幅度的降低；当低碳马氏体钢中原奥氏体晶粒增加到 199 μm
后，试样的强度下降最为明显 .

（a） 420+0.0%C，1 370 ℃

（b） 420+0.0%C，1 380 ℃

（c） 420+0.2%C，1 380 ℃

图 8 试样显微组织及断口扫描照片
Fig.8 SEM of microstructures and fracture 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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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 C 含量对 MIM420 不锈钢的致密化过程有很大的影响，在烧结前期增加 C 含量能够促进颗粒表面氧

化层的消除从而增加 Fe 直接接触几率以及 Fe 的表面扩散，有利于烧结颈的形成、长大；在 1 350 ℃时，
增加 C 含量促进了晶粒长大从而使得孔隙/晶界分离，抑制了孔隙通过晶界扩散消除；在高温阶段，高 C
含量促使液相在更低的温度下出现，而液相的出现有利于试样的密度提升 .

2） 在 MIM420 中添加 Nb 后形成 NbC 从而消耗了基体中的 C 原子，这阻碍烧结初期烧结颈的形成和长

大 . 但由于 NbC 阻碍了晶界移动，这使得孔隙能够在更长时间内通过晶界扩散的方式实现自身消除，从而

在高温烧结过程中获得高的密度 .

3） 增加 C 含量以及添加 Nb 在 420 不锈钢制备过程中并未改变主要的组织组成，但 420 不锈钢的性能

对 C 含量很敏感，微小的变化便能引起强度很大的波动 . 增加 C 含量能够增加马氏体组织的硬度，同时，
增加 C 含量又会使晶粒长大加速，而粗大的晶粒降低了试样的抗拉强度，因此 420 不锈钢中的 C 含量需要

精确的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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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 of total flavonoids from Passiflora edulis peel
LIAO Lan，WU Junliang

（School of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545006，China）

Abstract： The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 process of total flavonoids from Passiflora edulis peel was investigated
with the extraction rate of total flavonoids as index by orthogonal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um extrac⁃
tion conditions were as follows：countercurrent stage 3；material to solution ratio 1∶60；extraction time 45 mins；
temperature 55 ℃；concentration of ethanol 70%. Under these extraction conditions，the extraction rate of total
flavonoids was 2.18%. The extraction rate by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 method was higher than the other extraction
methods，such as hot reflux method，Soxhlet extraction method and ultrasonic assisted extraction method.
Key words：Passiflora edulis；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total flavonoids
（学科编辑：黎 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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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arbon and Nb on sintering densification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IM 420 stainless steel

AN Chuanfeng1，HE Hao*2，LI Yimin1，2，YIN Jian1，LOU Jia3，YU Yong1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owder Metallurgy，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China；2.Research
Center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iuzhou 545006，
China；3.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Abstract：Graphite was added into the 420 stainless steel to change the carbon content. The effect of the change of
carbon content on the densification process，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etal injection model
420 stainless steel was investigated. And it was compared with the 420 stainless steel contain niobiu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of carbon content can promote the densification process at the early stage of sintering，but it
hinders the densification proces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of sintering. To MIM420 stainless steel samples，
with the increase of carbon content，their microhardness increases. But the increase of C content makes the grain
coarsen and then reduces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the sample. The addition of Nb eliminates the pore and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econd phase carbide，which degrades the decarburization and improves the microhardness of
MIM420 stainless steel. This paper studied the mechanism that causes the changes in properties.
Key words： metal injection molding； stainless steel； carbon content； niobium； densification； mechanical
property
（学科编辑：张玉凤）

